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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暑期荐读

教育是有痕迹的

在阅读中成长
唐伟

庞友海

煦海与我联系，请我为他的新著
《跟情绪做朋友——教师情绪管理与
成长》
（陈煦海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一书写个书评。我有些犹豫，我
从未认真读过一本心理学著作，基本
算是
“心盲”
，
担心评不到点上，但还是
爽快答应。首先我正在撰写教育反思
一书，涉及社会及学生心理现象的分
析 ，正 好 可 借 此 机 会 弥 补 自 己 的 短
板。其次，煦海本身就是一位具有传
奇色彩的读书种子，他从一个贫困乡
村的孩子王到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从
一个普通中师生到中国科学院博士，
经历了怎样一个心路历程，好奇的我
也想一探究竟。此外，
“ 跟情绪做朋
友”，除书名让我好奇外，也想从中得
到迷津的指点，让我这个情绪型的人，
后半生能与自己的情绪和平相处。
实不相瞒，
在我阅读之前，由于偏
见还是有些心理排斥。最初认为心理
学就是偏僻生硬的术语加上枯燥乏味
的阐释，但当我读了这本书后，完全改
变了我先前的认知。平易朴实的语
言、深入浅出的解读，给人清新顿悟之
感。这是一本专门为中小学教师撰写
的通俗读物，
可读性强。所举案例，大
都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给人似曾相
识、感同身受的感觉。作者虽年纪不
大，但阅历丰富，
先后在村小、完小（镇
中心校）和重点高中教过书，又是心理
学大师的得意门生，这一独特优势，使
他这本书具有顶天立地的效果，既有
最新心理学理论的支撑，又非常接地
气。作者是一位大学教师，但他对基
层教师最了解，深知基层教师最需要
什么，想用自己的专业优势，造福中小
学教师，让他们
“借此增加自己心智的

千万不要伤害他们的人格。否则，就
会给孩子心中留下永远的疤痕。可
见，
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学会跟情绪做
朋友，
应该成为中小学教师的必修课，
这是教师这一特殊职业的性质所决定
的。有一句谚语叫“冲动是魔鬼”，意
思是说，
管控不了自己的情绪，
就会导
致灾难性的后果。教师若管控不了自
己的情绪，
会给学生带来心灵的伤害，
甚至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幸福。
那么，如何管控好自己的情绪？
本书二、三部分分别讲了“积攒跟情
绪做朋友的本钱”“练就跟情绪做朋
友的胸怀”。如何“积攒跟情绪做朋
友 的 本 钱 ”？ 作 者 提 出 两 个 关 键 办
法，一是征服现实，二是调整欲望。
视觉中国 供图
所谓征服现实，就是通过自己的不懈
努力，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让
颗。之后，
数量逐渐减少。有一天，
男
自己变得强大，成为知识渊博、师德
高尚、技艺精湛的优秀教师。这样的
孩对他父亲说：
“ 控制自己的脾气，还
教师，学生欢迎、家长信任、社会称
是比在坚硬的桉树上钉钉子要容易
赞、同行认可，自然就不断体验到自
些！”每次他费力地钉上钉子后，心中
己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所谓调整
的怒气便随之消失了。后来，这个男
欲望，就是对自己准确定位，期望值
孩再也不乱发脾气了，父亲带着他来
到 后 院 ，让 他 把 所 有 的 钉 子 都 拔 出
不能太高，目标不能过大，要有知足
来。然后指着桉树上一个个钉孔说： 常乐的心态。人的一生，要做的事情
“钉子是拔出了，但留下的伤疤，永远
很多，既要有所“追求”，但又不能
不会消失。孩子，宽容地对待你身边 “苛求”；既要努力做到“不凡”，但
的每一个人吧！不要在任何人心中留
也 不 要 拒 绝 “ 平 凡 ”。 凡 事 顺 其 自
下疤痕。
”
这位父亲真是一个高明的心
然，不要给自己频繁“加压”，也不
理医生。这个男孩是谁？他就是南非
要跟自己无谓“较劲”，要学会善待
伟大的黑人总统——曼德拉。
自己，学会给自己的心灵松绑。书中
曼德拉的故事告诉我们，与情绪
提出的建议，案例生动，操作性强，
做朋友，
学会忍耐与宽容，
不仅会减少
其中不乏我自身的影子，让我感受最
对他人的伤害，也会让自己变得成熟
深的有两点。
与快乐。这个故事也启示我们：教育
第一，要事第一，高效利用时间。
是有痕迹的，
教育者要学会尊重孩子，
这是作者给出的积攒跟情绪做朋友的

灵活性，用智识和幸福助推我们在食
物链上的攀爬”。如何用智识和幸福
助推中小学教师？作者给出了明确的
答案：
“ 在这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我
们不要想当主子凌驾于情绪之上，而
是摆正了身段去跟情绪做朋友！”
这也
是本书的主题。
读完此书，我突然想到一个真实
的故事。南非有一个部落酋长，心地
善良，性格温和，
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
戴。但他的儿子脾气却很坏，对家里
的女仆和干活的园丁动辄就责骂，甚
至毒打。酋长为此忧心忡忡，为扭转
其暴躁性格，便找来一把铁锤和一袋
钉子交给儿子说：
“ 孩子，每当你控制
不住要发脾气的时候，就把一颗钉子
钉在咱家后院那棵桉树上。
”
男孩第一个星期在桉树上钉下了
20 颗 钉 子 ，第 二 个 星 期 钉 下 了 15

第一技巧。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不
少教师几乎将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于
备课、改作业和管理学生，
专业提升的
读书时间没有了，能力提升的反思时
间也没有了，甚至自己的孩子也无暇
照顾，
换来的却是持续走低的成就感，
职业倦怠越来越严重，心理健康逐年
下降。为什么会这样？我曾进行过调
研，原因很多，归结起来大概有：满
足于现状，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将
成功想象得太难，缺乏责任担当意识
等。我认为，凡是说没时间读书的
人，大多是平庸者为自己惰性辩护的
漂亮借口。很多人不是没有时间，而
是时间利用的效率低。
第二，培养同理心，建立人际信
任。同理心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或
角度）去思考问题，
了解对方的感受与
看法，然后做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建议
或结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换位
思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可以说，
这既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是事
业成功的诀窍，更值得我们教育工作
者深思：当与对方发生争执前你是否
做到换位思考？学生犯错后你是否与
学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这种社会
撕裂现象在下一代如何避免？如果真
正做到用同理心去看待学生的错误，
去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不
会成为问题。生活中，
多一点儿感激，
就会少一些怨恨；
多一点儿理解，
就会
少一些误会；
多一点儿宽容，
就会少一
些矛盾。请把同理心装在心中，静静
融化，慢慢扩散吧。人心齐，泰山移。
只要建立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我们
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
重庆市黔江中学）

“永远的校长”黄炎培
——读 《黄炎培与浦东中学》
赵才欣
在近现代中国基础教育史中，有
“北南开、南浦东”的说法，在《教育大
辞典·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中国百年
老校》等文献中，
都有
“浦东中学”
的条
目 或 专 文 ，都 谈 到 其 首 任 校 长 黄 炎
培。被誉为中国现代基础教育“活化
石”的吕型伟，称浦东中学是“中国近
代教育的一座宝库”。倪瑞明所著的
《黄炎培与浦东中学》
（上海教育出版
社），
是现任校长对首任校长的致敬之
作，让我们能穿越百年“拜见”浦东中
学
“永远的校长”
黄炎培先生。
说到 20 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之
一的黄炎培，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
“职业教育开创者”，其实他也是中国
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代大师。黄炎培出
生于 1878 年，幼启蒙于家教，弱冠先
为塾师，后求学于南洋公学，得遇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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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受其教诲和影响，随即投身
夏大地上难得的一位
“兴邦之星”
。幼
“教育救国”
的伟大事业。他首创中国
年他家境贫寒清苦，立业有成即以兴
“实”教育源于其“实业救国”思想，对
学为担当，并不怕毁家为代价。他出
中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课程设置、
资买地设计打造了家乡的这所现代学
教师专业发展都影响深远。他一生都
校，但不像一些实业家，以己名为校
在教育与实业两个领域间往返奔走，
名，告诫自身及家人均不能干预学校
而这种追求源于其青年时代所受的基
具 体 的 专 业 运 行 ，只 能 由 教 育 家 办
础教育，并贯穿其改造旧学、创办新学
学。他的这种境界感动了包括黄炎培
到领导办学的全过程。诚如该书封面
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也为黄炎培实
所言：
黄炎培痛感于江山破碎、国弱民
践他的
“实”
教育思想创造了十分有利
穷，他立志以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为使
的条件。
命，坚持铸根立魂育人。由此他的教
笔者曾走访过浦东中学，在阅读
育思想中饱含社会情怀和家国情怀，
本书后，
对此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笔
对教育主张兼容并包、学以致用，
创立
者将之概括为
“一魂四策”
。
了中国“实”教育典范，为把具有海派
首先是办学的缘由聚于“魂”，为
教育思想的浦东中学建成“中国近代
家国办教育是办学校之“魂”。这个
教育的一座宝库”
夯实了基础。
“魂”基于大志，落于实践。我们看到
浦东中学创办者杨斯盛是清末华
百年老校浦东中学的校友中，涌现出

张闻天、钱昌照、蒋经国，
“ 两弹一星”
功勋王淦昌、陈芳允等一批院士，
李一
氓、曾涌泉、冯文彬、马识途等革命家。
“四策”即“纳、鉴、融、创”。其一
是办学之力必须靠“海纳”
，
无论课程、
师资和技术，
都要放眼海内外，
因而教
育思想是
“兼收并蓄”
，
教师是
“广聘名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
宿”
而
“精英云集”
，
课程是中外汇流终
谦和”
的海派文化一致的，
故而将黄炎
为
“洋洋大观”
，
学校的格局显示出
“纳
培的“ 实 ”教育称之为“ 海派教育 风
得百川方为海”
的气势。其二是独具慧
格”
“
，海派教育”
元素在本书中也有较
眼的“鉴”，善于分辨或分配所纳之资
为充分的体现。建校历史有 113 年的
源，
如课程要接地气，
对来自海内外教
浦东中学，如今已经成为上海不少教
师的聘用要最大效度地发挥其专业所
育部门组队前来开展“四史教育”的
长。其三是注重内质之
“融”
，
能尽力将
活动场所，学校将校史馆辟为“博物
不同风格的教育主张、
不同理论流派的
馆”，整个校园蕴藏着丰富的文物，
课程有机融合，
各扬所长。其四是注重
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堪称为“中国
面向未来，
在
“融”
的基础上提升品质。
近代教育宝库”
。
笔者认为，
“ 纳、鉴、融、创”，是与
（作者单位：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在《中华读书报》
上看到侯艺兵《永远的怀念》摄影专栏。黑
白照肖像，配以百字生平和毕生业绩。再
仔细看，照片上的人物均是当年逝世的著
名学者，
很震撼，
瞬间就定格在脑海中。
今年春节期间，
因疫情宅在家里，
我又读
到了侯艺兵作品《院士怎样读书》。这么多年
来，
作者依然满怀激情，
镜头对准院士，
关注
科学事业的发展。
《院士怎样读书》是一本图
文并茂、
文采飞扬的摄影作品。这本影集收
录了56位院士的书房图片，
同时配以院士们
关于读书心得的亲笔赠言，
字字珠玑，
字里行
间有很多关于读书的耐人寻味的故事，
发人
深省，
启迪良多。
透过照片，我走进院士们的书房。院
士的书房很普通，看上去都是“陋室”
“蜗
居”，极其简单、朴实。既没有富丽堂皇的
设计，
也没有精雕细刻的装饰，
所用的书架
和书桌，
有的是父辈遗留下来的，
有的是跟
随了自己几十年，
朝夕相处，
须臾不离。最
让我难忘的是电机工程学家丁舜年院士，
由于三代同堂，他把书房搬到不足五平方
米的阳台上，用玻璃隔出一个小巧精致的
书屋，
加上书柜、书桌，
仅有容膝之地，
但院
士的论文就是在这里一篇一篇写出来的。
或许对于丁院士来说，
只要有书看，
窗外喧
哗闹市、车水马龙，
皆是过眼烟云。
院士之所以成为院士，在于他们读书
方法的独特。土木工程和结构力学专家龙
驭球归纳出“加、减、问、用、创”五字读书
法。
“ 加 ”—— 广 采 厚 积 ，织 网 生 根 ；
“减”
——去粗取精，
弃形取神；
“问”
——勤
思善问，开启迷宫；
“用”——实践检验，多
用巧生；
“创”
——求实创新，
乐在其中。核
武器工程专家胡思得鼓励青年人要精读几
本经典，
哪怕吃透一本经典，
熟悉运用基本
概念，
任何时候都有益处。
然而大多数院士都表达了
“由博返约”
这个观点。读书如同做学问，
要厚积薄发，
初读时要博览，越读越厚，但是养成习惯
后，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会越读越薄。
由薄到厚易，
由厚到薄难。由博返约，
需要
透过字面提炼精华，
非下一番功夫不可，
其
实一个人把书读得越薄，说明他越有能力
把知识运用于实践，
进而创新和创造。
在这本书中，院士们都谈了对自己影
响最大的一本书。有个奇怪的现象，很多
院士都是在遇见一本有趣的书以后，从而
喜欢上某个学科，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专
家。地质学家王鸿祯在北大上学期间读到
葛利普《地史学教程》时，为他打开了千奇
百怪的地球奥秘，把他引进了地质大门。
数学家吴文俊在高中时读到了德国数学大
师柯朗《微积分》，爱不释手，
从此迷上了数
学。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在大学时读到
《军用原子能》
（又称《史密斯报告》），震动
极大，
直接改变了他的择业方向。有人说，
人与书是有缘分的。我始终相信，一个人
只要肯读书，一定会遇见他想要的书。好
书，
就像一盏灯，
永远在那里等有缘之人。
在这超长假期里，
每天晚上，
我会在睡前
翻一翻这本摄影作品集。看图、
看字、
看人，
揣摩院士们对于读书的真知灼见，
聆听院士
们人生的肺腑之言，
我常常会莫名感动，
这种
无声无言的感动，
或许就是一种成长吧。
（作者单位：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教体
局教研室）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2020 年版）》 图书推介③
21. 京剧脸谱
京剧脸谱是我国一种特殊化妆方
法，其鲜明绚丽的颜色、犀利流畅的线
条、刻画细微的图案，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符号之一。京剧脸谱在颜色、
线条
和图案方面都采用了不同的夸张装饰
手法，
表现出忠义、
勇猛、
奸诈、
刚直、
威
武等不同人物行当的品格特征。此书
作者傅学斌出生于梨园世家，
也是京剧
脸谱画家。本书介绍了京剧脸谱的源
流及演变、功能和分类，并配有 68 幅脸
谱，
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京剧脸谱之万
千变幻，
揭示了京剧脸谱缘何以其艺术
之魅力冲出戏曲，升华为一种美术作
品，
跻身于中国艺术之林。小学生通过
书上这些五颜六色的脸谱，
不仅能学会
欣赏京剧脸谱的装饰手法，
还能了解中
国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
博导 刘沛）

22. 周恩来寄语：
青少年版
本书主要收录了周恩来总理对人
生的感悟、理想和追求，以及对青年一
代的期望。全书瑰集周恩来寄语 100
多篇，其中有周恩来青年求学时书写
的，
展现了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宏图
大志和深刻思想；有他在革命战争年代
书写的，
展现了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定
信念和坚强意志；有他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书写的，
展现了他做人做事的崇高
品格，
以及在经济建设、
教育、
外交等方
面对青年人循循善诱的教诲。阅读这本
书，能够使小学生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理想教育和道德品质修养教育。

本书摘录了部分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
的作文手稿，配有反映周恩来生活、学
习、
工作的绘画，
文字简洁，
版面疏朗大
方，
适合小学三、
四年级学生阅读。
（国家教材委委员 韦志榕）

23. 雷锋的故事
本书讲述雷锋同志从一个孤儿成
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不平凡经
历。全书由苦难的童年、雨露滋润、到
鞍钢、火红的青春、参军、钉子精神、孩
子们的知心人、永生的战士等 30 个故
事串联而成，
生动记叙了雷锋同志平凡
而伟大的一生，展现了他知恩图报、爱
岗敬业、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助人为
乐、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这些优秀品
格，
是我们今天从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阅
读这本书，
能够让小学生认识和了解雷
锋同志的成长过程，
学习他公而忘私的
共产主义风格，
在心中滋养和崇尚雷锋
精神，
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本
书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生动，适合
小学三、
四年级学生阅读。
（国家教材委委员 韦志榕）

24.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
本书讲述了从周朝东迁到晋朝统
一全国的 1050 年间发生的有趣历史故
事。全书由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
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五个部分组
成，每个部分选择 20 余个故事，每个故
事以一个成语命名。因此，
本书既是一
部连续的历史故事集，
勾勒出一幅幅生
动的历史画卷，又是一本成语故事集，
对成语的历史典故娓娓道来。本书虽

然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历史，
但是注重
史实的准确性，
而且每个故事都能展现
出一些做人做事的智慧和道理。阅读
这本书，能够使小学生读（听）故事、学
历史、增智慧、明道理。本书以口语化
的语言风格讲故事，生动有趣，朗朗上
口，
适合小学三、
四年级学生阅读。
（国家教材委委员 韦志榕）

25. 刘兴诗爷爷给孩子讲中
国地理
本套书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的地
理国情。全套书共分为 7 册，第一册为
中国地理总论，概述了中国的位置领
土、行政区划、人口民族、自然环境、经
济发展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二册至第
七册为中国地理分论，
分别介绍了我国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
区、
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中每个省级行
政区有代表性的地理风貌，
包括省会城
市的特色、著名的景点风光等，充分展
现祖国山川的雄伟壮丽，
社会建设的日
新月异，
人民生活的多姿多彩。阅读这
套书，
能够使小学生加深对祖国地理国
情的认识，增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
情感。本套书彩色印刷，图文并茂，以
口语的方式娓娓道来，适合小学三、四
年级学生阅读。
（国家教材委委员 韦志榕）

26. 居里夫人的故事
玛丽·居里（居里夫人），是 20 世纪
最负盛名的女性，
唯一的两获诺贝尔奖
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如此评价居里夫
人：
“ 她是本世纪唯一未受盛名腐化的
人。”
《居里夫人的故事》是一部专为青

少年学生撰写的优秀人物传记，
作者以
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居里夫人在逆境中
前行，由普通女孩到通过自己努力，顽
强走上科研之路并成为全球杰出科学
家的历程。该书突出了居里夫人若干
重要的人生节点，如童年、艰难的波兰
生活、
家庭教师岁月、
大学时光、
皮埃尔
（她未来的丈夫）的出现、科学的发现、
诺贝尔奖获得、皮埃尔去世，直到她离
世。居里夫人对科学的挚爱、
对知识的
追求、
对品行的坚守一定会成为青少年
学生永恒的榜样。
（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教授、博导 石鸥）

27. 儿童哲学智慧书
《儿童哲学智慧书》是当今法国最
畅销的儿童哲学图画书之一，全书共 9
册，
每一册围绕一个重要的哲学主题展
开，包括“我是什么”
“生活是什么”
“幸
福是什么”
“ 知识是什么”
“ 好和坏是什
么”等。每个主题下设置了儿童时常感
到困惑的若干问题，
并以儿童的话语从
不同角度进行解答。不同的解答又衍
生出进一步的追问，
最后给出引导性的
总结并指出问题的价值所在。这些问
题和回答天真可爱，充满童趣，符合儿
童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内容看似
简单，
实则设计巧妙，
环环相扣，
引领孩
子不断倾听自己理性、
情感和意愿的声
音。儿童在问答中可以增进对自己和
他人的理解，
获得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
力。全书配图简约生动，
充满儿童特有
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教授、博导 石鸥）

28. 哲学鸟飞罗系列
《哲学鸟飞罗系列》丛书共 10 册，
每一册都聚焦孩子成长中的一个典型
问题。六岁半的菲卢是一个酷爱足球
的金发小帅哥。在他身边，
有深爱他的
家人，
有最好的朋友，
有最爱的猫咪。可
是，
即使沐浴在爱的阳光中开心地享受
每一天，
小菲卢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成长
中的小烦恼：
“ 为什么爸爸觉得工作很
累，
就可以辞职；而我觉得上学好累，
就
不能退学呢？
“
”为什么我没有钱？
“
”我可
以永远不死吗？”
“我可以打架吗？”……
天啊，
原来在帅气的小主人公脑瓜里，
还
隐藏着这么多令他困惑的问题。
《哲学鸟
飞罗系列》中的每一个问题，
都曾经在无
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反复出现过。阅读
哲学鸟飞罗的故事，
能够帮助孩子增长
健康成长的哲学智慧，引导孩子走出心
中的困惑。
（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教授、博导 石鸥）

29. 成语故事
成语是汉语中经过长期使用、
锤炼
而形成的结构定型、
意义完整的固定短
语，大多来源于古代寓言、历史故
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词曲
赋、名人名言等，具有言简意赅、结
构稳固、易学易记、使用广泛等特
点 。 成 语 凝 聚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明精

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传递载体之一。
广大小学生通过“成语故事”类书籍的
阅读，可以了解日常习用成语背后的生
动故事，进而追本溯源，真正理解成语
的寓意和来历，感受到中华民族语言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也可以帮助
他们拓展知识面，积累丰富语汇，在学
习和生活中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切实
提升母语的使用能力。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教 授、博
导 高峰）

30. 中国古今寓言
寓言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
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的文学体
裁，
具有言简意赅、
生动活泼的特点，
并
且大多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中国
古代寓言源远流长，
在先秦时期已具雏
形。诸子百家的著作经常采用寓言的
形式来阐明道理，辩难制胜。汉魏以
后，
不少作家通过寓言形式进行散文创
作，针砭时弊，讽谕现实。广大小学生
通过“中国古今寓言”类书籍的阅读，
可
以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寓言故事
中，
真切体会到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智慧
和哲理，
提高自己对于身边事物由表及
里的感知、判断和分析能力，对于他们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心智的健康成长
都大有裨益。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教 授、博
导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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